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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吳文釗）張智霖
（Chilam）昨日以代
言人身份出席信用卡
宣傳活動，獲贈信用
卡餐飲會籍和一瓶大
香檳。笑問Chilam是
否交由太太袁詠儀掌
管全家財政？他說：
「交由銀行管理，因
為我和太太都有賺錢

能力，雖然經濟獨
立，但大家都是一家
人，沒有特別去區
分。」
即將舉行演唱會的

Chilam表示已辛苦地
減掉20磅，為免前功
盡廢，目前不敢放肆
地吃。完成演唱會
後，Chilam便會開拍
電 影 版 《 衝 上 雲

霄》，原本他和周秀
娜有新戲合作，但撞
期只好先拍《衝》
片，他說：「多謝經
理人的體恤，知道我
排演唱會又拍戲，精
神壓力會很大，將影
片押後拍攝，我知道
會影響到娜姐的檔
期，藉此向她講聲不
好意思。」

香港文匯報訊 入行十年的薛凱琪
(Fiona)，繼早前推出親手打造的十年大碟
《Tenacious》之後，今年9月6至7日將
舉行名為《Tonight》的紅館演唱會。
日前，Fiona為演唱會海報進行拍攝，

大家看到猶如被淋油的造型，都問是否
真的被淋油了？其實早於構思初期也想
過使用真油漆，但考慮到如果掉下來的
油漆效果未如理想，妝容便要全部卸下
由零開始，於是製作團隊花了許多時

間，最終找到可以度身訂造的倒模，並
費盡心思設計油漆的長短粗幼，從哪裡
開始掉下等。對於喜愛畫畫的Fiona來
說，淋油背後的意思，就是希望演唱會
當晚大家看到是色彩繽紛及充滿藝術感
的演出。
為了倒模保持最佳位置，拍攝期間

Fiona頭部都不能動，最後更需要出動膠
水及膠紙固定形態，拍攝完畢要除去倒
模時，遭殃的當然是Fiona的皮膚了。

校長譚詠麟熱捧主場巴西，說到歐洲
在南美發揮到，唯一應該得德國。

阿倫最喜歡巴西球員便是利馬，直指對方
雖然球術花巧，但好有創造性，加上巴西
有主場之利，預計起碼能晉身四強。更期
待着巴西對德國之戰，「雖然不知這兩隊
能否在決賽碰頭，也不知走位如何，我就
覺得好有睇頭。」
阿倫預測巴西贏面很大，除了是主場，
又適應到天氣，具備天時地利，他陰陰嘴
笑說：「夾雜好多竅妙東西，好多壓力
！」

阿倫自信睇波眼光獨到
觀賽無數的他，最難忘是有年到歐洲欣
賞法國對巴西的決賽，當時每張門票炒到
十萬元，阿倫和大班人坐滿幾部旅遊車去
睇波，當中僅得兩、三個人看好法國，阿
倫是其中一個，結果法國奪盃，阿倫謂：
「很多人講這場波有問題，好似踢假波，
大家仔細再看，法國隊接下來的幾年在歐
洲盃或任何國際賽事都有很好成績，其實
不是僥幸。」
今屆世界盃，阿倫會親赴巴西現場欣賞
準決賽和決賽，其他賽事看不到的便錄影
下來，盡量不想錯過，問他會否跟朋友
「牙骹戰」？他鬼馬笑謂：「唔會賭，對
足球是很注重賽事，純粹欣賞，就算買都
是買少少。哈哈，我素來不是靠運氣，是
講眼光，我眼光不錯的。」阿倫最愛大班

朋友一起睇波，不一定要「隊」啤，志在
熱鬧感覺，可以一齊叫，一齊跳。

叻哥專情荷蘭隊幾十年
陳百祥(叻哥)甘於二奶命 ，明知不會是

最好，但他偏偏鍾愛荷蘭隊，就正如他對
黃杏秀一樣，從一而終，只因「長情」兩
個字。荷蘭上屆戰績仍是「哽頸二」，叻
哥照單全收，他自嘲說：「生命中沒有二
奶，但就隨時做二奶，證明生命有就有，
無就無。」他又認叻說：「荷蘭欠一個球
員便是我，我就欠十個荷蘭的球員。」
叻哥從70年代開始便追捧荷蘭隊，可說

是看住他成長，這是個情意結，他沒有特
別偏好喜歡哪一個球員，因為是整team人
的表現，所以喜歡的也是全team人，對於
荷蘭去年得第二，叻哥已經覺得好好。叻
哥覺得每隊球隊都存有實力，最重要是臨
場時打出來的水準，所以他依然覺得荷蘭
會有機會，不過荷蘭隊有很多已到30歲，
年青的又接不上，會面臨青黃不接現象，
當然巴西有主場之利，絕對不可看輕，是
高幾級的水準。
慣常牙擦擦的叻哥，少不免跟朋友牙骹
戰，但他不會賭錢，免得掛住賭而分心，
要全神貫注去看才過癮。將會赴巴西觀賽
的他，表示會帶一個心去支持。
有感今年無綫免費播映世界盃賽事，讓
全民共賞，叻哥打從心底有番話要說：
「10幾年來無試過有免費電視給大家看，

希望將這娛樂帶給普羅大眾看到，而有線
和now收費，不是說他們不對，因這是生
意角度，但幾百元開個台只睇幾十場賽
事，好多人未必負擔得來，無綫免費播，
大家開機有得睇，希望全民講多些足球，
帶動更多歡樂氣氛，不要經常講抗議遊
行，講下朗拿度幾靚仔，美斯左腳幾好，
過癮好多。」

李克勤從認識足球開始，便力捧英格蘭
球隊，全因一份情意結，因他從少看英國足
球大賽長大，「睇英超便自然喜歡英格蘭，
最喜歡球員便是朗尼，因只得他一個踢得
好，其他如何？還可以啦！」
克勤分析說：「英格蘭在香港擁有最多
粉絲，因大家看英超長大，存在一份情意
結，英超水準好高，但英格蘭則普普通通，
都算合格。」克勤從來沒有奢望英格蘭會奪
冠，而且每次都睇到忟，總是有些事情會發
生，他心水清說：「他們每屆如是，有屆碧
咸踢人罰黃牌，有屆朗尼踢人紅牌出場，上
屆對德國，林柏特射波入白界無計，有次是
龍門甩手痾蛋，我已經習以為常。」

難忘當年睇決賽做鵪春
克勤不會指望英格蘭帶來佳績，似乎打定
輸數笑說：「出到線先講，今次同意大利、
烏拉圭同組好難踢，雖然烏拉圭的蘇亞雷斯

受傷可能對他們有利，但不可以此去計算，
或者是煙幕，與其望人不好，不如望自己打
好一點，今年英超其中一個主力朗尼，在其
他盃賽不是踢過很多場，可能對英格蘭也是
好事，因對上兩屆朗尼未踢出水準，都因為
比賽太頻密及受傷等等，加上這次英格蘭以
利物蒲球員做骨幹，希望會帶來衝擊。」克
勤期待的決賽組合是英格蘭對哥斯特黎加，
這樣的話，英格蘭便會贏，笑言最好由朗尼
做埋神射手。
他最難忘是94年赴美國首次欣賞世界

盃，該場決賽巴西對意大利，「第一次便
遇到一場沒紀錄比賽，要互射12碼，最好
波的球員竟然射不入，當年在很舊的玫瑰
碗比賽，觀眾席是用石櫈，坐位很窄，坐
在旁邊的還要是身形魁梧的洪金寶大哥，
他一個人幾乎佔兩個位，我便像鵪春坐在
隔離，相當辛苦要坐足3小時，所以印象
很深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陳百祥、譚凱
琪、黃曉明、李綺雯等人昨日為今晚揭幕的世
界盃進行拜神儀式，無綫翡翠台、明珠台及高
清翡翠台將直播世界盃揭幕戰、分組賽、八
強、準決賽及決賽共22場賽事。叻哥自嘲只是
一名「二打六」，負責評述他的愛隊荷蘭，其
餘賽事交由專業評述員講波。席間無綫安排越
洋視像直播，與身在巴西的陳貝兒和苟芸慧對
話，叻哥取笑苟姑娘有很多巴西靚仔追求時，
苟姑娘不懂回答一直傻笑，最後竟說當地有很
多巴西版郭富城。
叻哥表示月底會先到歐洲旅行，之後再到巴
西看世界盃，近期頻頻贏馬的他笑言不用睡
覺，日以繼夜賭馬和睇波。
另對於彭順背妻搭上𡃁 模一事，叻哥表示不
認識對方，認為個人之事不直接參與評論，但
他說：「丈夫丈夫，一丈之外就不是夫，如果

黃杏秀放我出去，我都有第二個啦。兩個人分
隔兩地，這是必然的結果，只是他是圈中人而
已。」叻哥又拿好友曾志偉來開玩笑，笑道：
「是男人都視韋小寶做偶像，我就做了楊過，
大家看志偉幾開心，仔大女大，幾多老婆。」

貝兒指巴西氣氛開始緊張
三位美女主持譚凱琪、李綺雯和黃曉明分別

捧葡萄牙、西班牙和巴西隊，李綺雯笑言開幕
禮當晚，電視城錄影廠將史無前例地准許吃
喝，譚凱琪就不擔心要捱夜睇波，因平時她也
不是早睡的人，希望她喜歡的球星C朗拿度會
有好表現。
至於一直令人擔心巴西的治安情況，身在當

地的陳貝兒透過衛星直播，表示巴西很安全，
他們的拍攝過程也很順利，而且臨近開幕氣氛
開始緊張起來，在每個街口都見到有警察、軍
隊把守，隨時準備好應付突發事件。
其實眾主持在巴西可謂寓工作於娛樂，除到

耶穌山觀賞基督像，鍾志光、陳貝兒、苟芸慧
及張秀文分別手持金盃，在基督像前留倩影。
他們又從山頂高處俯瞰里約熱內盧全貌、在天
然運動場科帕卡瓦納海灘進行沙灘足球賽以及
參觀薛高足球學校外，還到訪里約熱內盧的另
一著名地標，有巴西足球聖地之稱的馬拉簡拿
球場，為觀眾介紹該球場的全新設施、國際級
的球場草地及大會為轉播世界盃賽事而準備的
拍攝器材。

薛凱琪宣傳紅館騷被淋油Chilam押後拍片向娜姐致歉

為社會添和諧為社會添和諧叻哥叻哥盼世界盃盼世界盃
阿倫最期待看巴西德國大戰

叻哥叻哥為社會添和諧為社會添和諧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全

球引頸以待的巴西世界盃將於今晚

舉行，這四年一度的盛事，各球迷

抱着熱熾心情期待着每場賽事的驚

喜，圈中不乏「痴心」球迷，他們

所捧的未必是最頂呱呱的球隊，只

因忠於一份情意結，李克勤和陳百

祥分別對英格蘭和荷蘭都是die hard

粉絲，忠心不二。叻哥更希望憑着

世界盃魔力，為市民帶來歡樂，增

添和諧；至於樂壇校長譚詠麟最期

待是看到巴西和德國之戰。

為世界盃拍外景艷遇多？
苟姑娘：有巴西版城城

克勤 憂英格蘭第一圈就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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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綫安排越洋視像直播，與陳貝兒(中)和苟
芸慧(右)對話。

■■身在巴西的苟芸身在巴西的苟芸
慧與張秀文跟球迷慧與張秀文跟球迷
一起支持阿根廷一起支持阿根廷。。

■■身為球迷的叻哥身為球迷的叻哥、、克勤克勤
與阿倫熱熾期待世界盃每與阿倫熱熾期待世界盃每
場賽事場賽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叻哥率譚凱琪叻哥率譚凱琪、、黃曉黃曉
明明、、李綺雯等為今晚揭幕李綺雯等為今晚揭幕
的世界盃進行拜神儀式的世界盃進行拜神儀式。。

■克勤是英格蘭球隊的忠
實粉絲。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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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期
間，Fiona
的頭部都
不能動。


